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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杉碱甲片对老年痴呆症临床症状及负性情绪的疗效

张　寰 1 、 苏国阳 2 、 梁　倩 1 、 贺　鹏 1 、 余卫中 1

【摘要】目的　探讨石杉碱甲片在老年痴呆症（AD）辅佐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及对焦虑、抑郁情绪

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68 例老年痴呆症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34 例）：给予多奈哌齐片

治疗；联合组（34 例）：采用多奈哌齐片联合石杉碱甲片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日常生活能力

量表（ADL），简易智力量表（MMSE），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结果　治

疗 3 个月后，联合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联合组 ADL 评分与 MMSE 评分要显著高于

对照组，SAS 评分与 SDS 评分要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多奈哌齐片联合石杉碱甲片可更

有效提高患者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可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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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uperzine A tablet 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
ease　ZHANG Huan，SU Guoyang，LIANG Qian，et al. The Sixth Hospital of Wuhan City，Wuhan 43001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uperzine Atablets 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ood of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Methods 68 cases of patients with Alzheimer diseas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and then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with 34 AD patients treated with done-

pezil tablets only）and the combination group（with 34 cases of AD patients treated by donepezil tablets combined with 

Huperzine A tablets）. Scores of ADL，MMSE，SAS and SD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
sults After 3 months of treatment，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combin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ADL score and MMSE score of the combin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P<0.05）；SAS score and SD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Donepezil tablets combined with Huperzine A tablets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the ability of daily life of the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and relie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s 

well，thus，it has the value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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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统计［1］表明，我国每年新增老年痴呆症

患者约 31 万，预计到 2020 年我国老年痴呆症患者

可能会达到 2100 万。老年痴呆症，又称阿尔茨海默

病（AD），是一种神经系统退化性疾病，起病时具有

隐匿性，不易察觉［2］。临床对该疾病的治疗主要通

过让患者服用药物，以提高其记忆力，从而改善患

者痴呆性症状［3］。本研究对 68 例老年痴呆症患者进

行分组研究，对比两种治疗方案的临床疗效及对焦

虑和抑郁情绪评分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对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7 月到我院神

经内科接受治疗的 68 例老年痴呆症患者进行分组研

究，因治疗方法差异而分为联合组（34 例，给予多

奈哌齐片联合石杉碱甲片治疗），对照组（34 例，单

纯使用多奈哌齐片治疗）。联合组中男患 15 例，女

患 19 例，其年龄 65～78 岁，平均（70.45±1.34）岁，

病程 3～12 个月，平均病程（7.5±0.35）月；对照组

中男患 16 例，女患 18 例，其年龄 66～80 岁，平均

（71.68±1.45）岁，病程 4～15 个月，平均病程（9.6
±0.34）年，两组患者入院前均无服药史。本研究已

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所有患者对此次研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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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并自愿参与。两组在患者例数、性别、年龄等

基本临床资料上无显著性差异（P>0.05），符合研究

对比条件。

1.2　选入与排除标准

选 入 标 准 ：① 符 合 国 际 疾 病 分 类 第 十 版

（ICD-10）对 AD 的症状的诊断标准，如记忆力减退、

失语、意识障碍、谵妄及认知障碍等；② MMSE 评

分＜ 15 分者；③经神经影像学检查与临床诊断，确

诊为老年痴呆症者；④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者。

 排除标准：①非老年痴呆症诱因所致痴呆者；②

伴随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者；③肝、肾功能障碍或不全

者；④合并内分泌疾病者；⑤对本研究用药有禁忌症

者；⑥用药后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者；⑦无法配合治疗

研究者。

1.3　方法

1.3.1　对照组治疗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多奈

哌齐片（产品编号：B14200011982）治疗，用法用量：

口服。初始用量 5mg（1 片）/ 次，1 次 / 日，睡前服

用；初始剂量至少维持 1 个月以上，之后再根据治疗

效果及患者病情考虑将剂量增加至 10mg（2 片）/ 次，

1 次 / 日，睡前服用。

1.3.2　联合组治疗方法　给予联合组多奈哌齐

片 + 石杉碱甲片治疗。患者除了口服多奈哌齐片（，

还予以石杉碱甲片（产品编号：BLT011021C）辅佐

治疗；用法用量：口服。0.1mg～0.2mg/ 次，2 次 / 日，

每日剂量不超过 0.45mg（9 片）。两组患者均连续治

疗 3 个月，3 个月后对比两组的临床效过。

1.4　疗效评定标准

（1）临床疗效评判：采用日常生活能力（ADL）

量表与简易智力状态检查（MMSE）量表对两组疗

效评分，ADL 评分越低，说明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越

差；MMSE 评分越低，说明患者智力水平下降的月严

重。评分标准如下；ADL 评分较治疗前提高≥ 10 分，

MMSE 评分较治疗前提高≥ 5 分为“显效”，ADL 评

分较治疗前提高 3～9 分，MMSE 评分较治疗前提高

3～4 分为“有效”，ADL 评分较治疗前提高 0～2 分，

MMSE 评分较治疗前提高 0～1 分为“无效”。

（2）患者焦虑、抑郁评判：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与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患者的焦虑、抑郁

情况进行评分，临界分分别为 50 分和 53 分，评分

越高，说明患者的焦虑、抑郁状况越严重。

1.5　统计学方法

研究采用 SPSS19.0 软件统计相关数据，以（x±s）
形式表示计量资料，比较行 t 检验；以（n，％）形式表

示计数资料，行 χ2 检验；P<0.05 表示对比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差异

经过 3 个月的治疗，联合组总有效率为 82.35％

（28/34），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下表 1。
表1　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差异（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联合组 34 13（38.24）15（44.12） 6（17.65） 28（82.35）

对照组 34 9（26.47） 14（41.18） 10（29.41） 23（67.35）

χ2 2.658 0.465 3.512 2.324

P 0.002 0.065 0.001 0.002

2.2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ADL 评分和 MMSE 评分

情况

两组治疗前 ADL 评分与 MMSE 评分对比，无明

显差异（P>0.05）；治疗 3 个月后，两组 ADL 评分与

MMSE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了显著提高，且联合组组

ADL 评分与 MMSE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见下表 2。
表2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MMSE评分和ADL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ADL评分 MMSE评分

治疗前 治疗3个月后 治疗前 治疗3个月后

联合组 34 34.56±6.46 50.56±8.54 14.21±2.18 20.43±4.35

对照组 34 34.33±6.75 45.37±7.12 13.68±2.37 15.64±3.54

t 0.569 2.642 0.436 2.316

P 　 0.066 0.21 0.067 0.023

2.3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情况

两组治疗前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对比，无明

显差异（P>0.05）；治疗 3 个月后，两组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了显著提高，且联合组评分

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下表 3。

3　讨论

老年痴呆症是临床比较常见的一种神经系统退

化性疾病。据我国有关统计表明［4］，老年痴呆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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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岁左右群体中的发病率约为 12.5％，而在 80～85
岁老年群体中的发病率可达 48％。老年痴呆症是继

心脏病、癌症、脑卒中后排名第四的老年患者致死

病因［5］。有国外研究提出［6］，老年痴呆症的发病原因

极有可能是因为患者神经系统出现异常或变性，发

生胆碱能神经（Cholinergic Nerve，CN）功能障碍，

导致胆碱能递质（ACh）水平显著下降，从而患者出

现包括语言、记忆、执行、视空间在内的一系列认

知功能障碍。多奈哌齐是临床上治疗老年痴呆症的

常用药物，属于胆碱酯酶（CHE）抑制剂，具有可逆

性地抑制乙酰胆碱酶（AchE）所引起的 CHE 水解的

作用，还可以提升 AchE 在受体部位的水平，从而

改善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7］。此外，多

奈哌齐对自由基的合成也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可

有效减少机体细胞凋亡，避免各种炎症的发生，对

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脑神经起到保护作用。研究表

明［8］，多奈哌齐具有高度特异性，其对 AchE 具有的

抑制作用远超丁酰胆碱酯酶（Butyrylcholinesterase，

BuChE），且药效持续时间较长，其在老年痴呆症的

应用治疗中有着明显优势。石杉碱甲（Huperzine-A，

H-A），也被广泛应用于老年记忆障碍、痴呆及情绪

行为障碍等的治疗当中。H-A 是一种生物活性高的

胆碱酿酶抑制剂，提取自石杉科植物，由于其分子

较小可穿过脑细胞与血浆之间的屏障而进入神经中

枢各个部位，尤其遍布于与记忆和学习关系密切的

海马、颞叶及额叶等区域。对 AchE 表现出显著的抑

制作用，提高神经突触间隙 Ach 水平，使 N 型受体

与 M 型受体活化并增强 AchE 的合成，增强胆碱能

神经元的兴奋传导，从而提高脑神经功能，强化认

知功能与记忆，并发挥保持记忆再现的作用［9］。此

外，H-A 对多种神经毒性物质表现出明显的对抗反

应，如β- 淀粉样肽，其可诱导 PC12 细胞凋亡，而

H-A 可降低β- 淀粉样肽在脑部神经的含量。本研

究结果显示，治疗 3 个月后，联合组临床总有效率

67.35％（23/34）明显高于对照组；联合组 ADL 评分

（50.56±8.54）分与 MMSE 评分（20.43±4.35）分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多奈哌齐治

疗的同时再加以 H-A 进行辅佐治疗，可提高对老年

痴呆症患者的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与促进其认知功能及智力的恢复。

据有关研究显示，老年痴呆患者易伴发抑郁症，

其伴发率约为 42.5％，但临床对于老年痴呆患者伴

发抑郁症的诊断率仅为 37.6％［10］。究其原因，主要

是老年痴呆症所致的认知功能障碍和抑郁导致的认

知功能损害容易混淆，再加上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抑

郁症状表现不明显，因此容易被忽视。患者罹患老

年痴呆症还伴发抑郁、焦虑这对老年患者的身心健

康及晚年生活造成严重的危害，临床所表现出的症

状会比单纯的焦虑或抑郁更加严重，老年患者的躯

体功能与社会功能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导致其

生活质量降低。老年痴呆患者伴发抑郁、焦虑，原

因可能是患者认知功能发生改变后所引起的一种精

神病性症状，也有可能是患者早期出现认知力、记

忆力等功能障碍，患者由此产生无用感与焦虑感，

而随着患者认知能力障碍的加重，其对自身的不适

感更加难以表述，记忆力也发生较大的下降，此时

患者容易出现明显的焦虑、抑郁，甚至激越的精神

症状。据国外一项研究［11］显示，老年重度抑郁症中

约有 36％患者会伴发一次焦虑，大约有 25％老年患

者会伴发焦虑症状；老年痴呆症患者抑郁发病率约为

10％～85％，其中重度抑郁发病率约 15％～27％，

中度抑郁发病率约 23～36％，而轻度抑郁发病率约

27％～30％。有研究学者［12］认为，痴呆患者多在早

期伴发抑郁症，而早期罹患抑郁症则是老年患者晚

年出现痴呆的其中一种危险因素。因此临床须高度

重视老年痴呆症患者伴发焦虑、抑郁或共发焦虑抑

郁症，给予早期治疗干预，可有效减轻老年痴呆症

患者的精神痛苦，并提高其晚年生活质量。本研究

采用 SAS 评分量表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焦虑症状

进行评价，两组治疗前的 SAS 评分无显著差异，治

表3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SAS评分和SDS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治疗前 治疗3个月后 治疗前 治疗3个月后

联合组 34 68.35±6.54 55.33±5.47 65.23±5.28 49.34±4.21

对照组 34 67.87±6.13 61.37±7.15 64.65±5.31 56.14±3.24

t 0.564 2.743 0.463 2.425

P 　 0.064 0.022 0.068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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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3 个月后，联合组 SAS 评分（55.33±5.47）分要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给予患者多奈哌齐联

合石杉碱甲辅佐治疗，可适度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

障碍，减轻患者的焦虑症状。研究过程中使用 SDS

评分量表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抑郁症状进行评分，

治疗前两组 SDS 评分差异性不显著，治疗 3 个月后，

联合组 SDS 评分（49.34±4.21）分要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说明除了给予患者常规多奈哌齐片治疗

外，再辅以石杉碱甲治疗，可有效缓解老年痴呆症

患者的抑郁症状，改善老年患者的晚年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多奈哌齐片是治疗老年痴呆症的常

用药物，再加以石杉碱甲片辅佐治疗，其临床疗效

更佳，可有效提高患者认知能力及日常生活能力，

并可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具有推广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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